
第二研究所技術能量簡介 

 

 

 

 

 

1 



大綱 

 任務與組織概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 

 核心技術能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 

噴射推進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 

流體動力與結構熱傳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2 

發射系統設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4 

慣性導引與控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7 

機械設計製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3 

系統與品保工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9 

 技術合作成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50 

 結語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52 

技術服務聯絡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54 

 
2 



一、 任務與組織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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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二研究所自民國五十八年
成立以來，負責國軍建軍備戰所需國防武器
系統之設計與關鍵技術研發。除先後完成各
式國防系統外，近年來，配合國家經濟發展
政策，推展軍民通用技術應用，並積極參與
國家型計畫研發工作，促進產業升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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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務與組織概況 

 本所過去從事國防科技研發工作以及科專計
畫，建立下列科技能力： 

大型系統之工程整合能力與     運作經驗。 

豐富之工程設計模擬分析能力。 

精密機電設計能力與製造能量。 

系統測試與驗證能力。 

國防軍事系統全壽期後勤系統設計製造能力。 

軍民通用科技與國防產業釋商等法人科專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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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心技術能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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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所核心技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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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射推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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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液體衝壓引擎研製。 

• 小型渦輪引擎應用與試製。 

• 推力向量控制技術。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 

• 推進系統零組件設計、分析、製造。 

• 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。 

研製技術 

 

• 高溫極超音速風洞。 

• 沖壓燃燒室連管試驗。 

測試設備 



BRAH-3機台 
（提供引擎燃油供應組件功能測試之技術服務） 

 最大燃油流量： 

    1000 L/hr。 

 氣源： 

  入口壓力：6 kg/cm² 

  出口壓力：2 kg/cm² 

 冷卻水流量：250 L/hr 

 單一噴油嘴測試及噴油嘴
組合測試：最大入口壓力
低階3bar，高階30bar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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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速風洞 
(提供強風環境測試之技術服務) 

 最高風速可達：36.5 m/s 

 風扇槽內徑：D = 2 m。 

 試驗區出口：正方形。 

 截面積：100cm×100cm。 

 驅動風扇： 

 電壓：440 V。 

 最大電流：200 A。 

 最大轉數：700 rpm。 

 

10 



轉動軸系動平衡設備 

 搭配微處理機式瓦特表不
平衡量測儀配合軸承選用 

 平衡品質等級可達G0.4  

  (參照ISO 1940/1規範) 

 光電式速度檢出器:速度
檢測可達150,000 rpm。 

 振動檢出器:靈敏度達 

     220 mv/mm/se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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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HENCK RS2/R2 CAB690 

軟式平衡機 



流體動力與結構熱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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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火箭氣動力分析。 

• 彈道性能設計。 

• 氣動力地面試驗。 

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 

•結構及熱傳分析設計。 
•結構強勁度測試。 
•結構振動測試。 
•高溫熱源及熱防護技術。 

測試分析技術 



結構強勁度測試 
（應變與位移值量測）  

 1.油壓致動器 最大軸向
施力：10 ton /支最大行
程：150mm 

  種類：4支10 ton 

 2.應變量測 
量測範圍： 2% 
頻寬：DC～1kHZ  
最大量測溫度：175℃  

  種類：金屬箔式應變計 

 3.位移量測 
量測範圍： 

    100mm / 50mm / 25mm 

  種類：接觸式位移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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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振動實驗室 

結構應力實驗室 

結構強勁度測試 



發射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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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發射箱、發射架、裝填機構、相關
控制系統設計。 

• 並進行箱架與發射載具的整合。 

• 開發空用彈射式及滑軌式發射系統。 

• 機動式發射系統。 

• 固定式發射系統。 

• 垂直式發射系統。 

• 冷發射系統。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
 
•發射架結構設計。 
•機構動態模擬分析。 
•排煙導燄設計。 
•機電控制整合技術。 
•自動化即時工業網路技術  
•熱流場模擬分析 
 

設計分析技術 



自動化即時工業網路技術 

 視窗即時作業系統 

  Real Time eXtension  

(RTX)應用，時間控制精
準度可達1 ms以上。 

 各式CAN (Controller Area 

Network) 介面： 

  PC104、PCMCIA、USB

。 

 CANaerospace、  

CANopen通訊協定應用。 

 SJA1000 controller驅動程
式編撰。 

 伺服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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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CAN bus 

  

●提供CAN 網路之軟硬體整合技術、 

    諮詢及除錯。 



機構、結構設計分析、 
動態模擬與機電整合技術 

 此類技術應用軟體包括: 

 1.Pro/E 

 2.Solidedge 

 3.Patran 

 4.Nastran 

 5.Adams 

 6.Dytran 

 9.Marc 

 7.Icepake 

 8.UNIC-CFD 

 9.Ensigh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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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各式機構、結構、熱流場整
合分析。 

機電控制整合技術。 



慣性導引與控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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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各型航太陀螺儀及慣性參考儀研製。 
•GPS/INS導航系統研製。 
•導航組件、儀器溫度篩選測試。 
•電池性能檢測與模擬設備。 
•液壓式、氣壓式及電力機械式伺服致動器研製。 
•光纖陀螺儀（FOG）研發。 
•飛行控制系統設計。 
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
致動器 

雷射及光纖陀螺儀 
三軸轉台 



定位定向系統 

 適用陸用環境，搭配里程
/GPS/INS構成高精度整合
導航系統，提供即時之位
置、姿態、方位角等資訊
。 

 定位精度:  

 (1)20~30公尺(CEP)於GPS

輔助下 

 (2)300公尺(CEF)於無GPS

輔助下 

 定向精度: 

 方位: 3 mrad(rms) 

 姿態: 1 mrad(rm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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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纖陀螺儀 

 光纖陀螺儀(FOG)、FOG

慣性量測儀、FOG角速度
量測儀之設計與製造能力
。 

 Bias stability<0.5deg/hr,1σ

。 

 Angular random walk 

<0.02 deg/√hr。 

 Scale factor stability and 

linearity< 200 ppm, 1σ。 

 Measurable Range: ±1500 

deg/se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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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PS/GLONASS衛星訊號模擬器 

 衛星接收機性能評估驗證
技術衛星訊號模擬器可以
模擬實際衛星星群，或可
能遭遇/或驗測需要的假
想分佈場景，產生對應的
射頻訊號提供各型衛星接
收機的特性分析和性能評
估。 

 因應驗測需要的假想星群
分佈場景，以及載具實際
可能運動軌跡，執行各型
衛星接收機的動態特性分
析和導航誤差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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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池現況分類分級 
與健康狀態檢測設備 

 可執行電池模組與單體之
現況分類、分級測試，及
具精確分析健康狀態、殘
餘電量及使用壽限等功能
。 

 此設備含可程控直流電源
供應器、可程控電子負載
器、數位電表模式、系統
中控介面，以及電池即時
監控、分類、分級與健康
狀態分析介面等相關技術
與零組件組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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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化節能型電池 
性能動態模擬驗測設備 

 可精確模擬如再生能源發
電、電動載具等真實之充
、放電工作情境，並執行
長時間動態驗證電池組成
、保護電路等相關性能變
化。 

 

 全系統由智慧型電力調制
器、充電、負載及電池監
控等子系統組成。主要零
件以研改國內商購現品及
自主開發人機控制介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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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設計與製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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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精密加工及自動化技術(CNC數值加工)。 

•精密導航組件組裝測試技術。 

•精密機械製造。 

•精密鈑金及非傳統加工(超塑性成型及雷射加工)。  

•表面處理、焊接(濕硬銲、真空硬銲)及線路板製造。 

•材料熱處理技術：氣氛、鋁合金、真空爐。 

•精密銲接技術：EBW/PAW/TIG/電阻銲/真空硬銲。 

•印刷電路板製作技術及設備。 

•水刀切割加工技術。 

•電漿鍍膜設備設計與製造能力。 

•雷射鋼板、玻璃切割機台。 

 

 

 

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


大型精密加工設備及技術 

 八米大型車床加工最大旋
径2米，搪孔深度達4米。 

 三、四軸或四面大型銑床
，及備有大型換刀系統，
可進行自動化加工作業。 

 10米大型五面龍門銑床，
可加工工件長度10米、寬
度3.6米高度1.5米。 

 5軸高速加工機，可進行
複合曲面加工及高速銑削
加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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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大型精密零組件之加工。 

●本組具曲面模型、實體模型及3D立體加工刀具 

路徑運算等技術。 

●具備多軸加工及複雜曲面(葉片) 



精密研磨/放電加工機 
(搪磨機、放電/線切機) 

 最大加工件可加工: 

 長2000mm、寬800mm、
高60mm。 

 加工精度可達0.2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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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精密研磨/放電/線切加工之零組件。 

●具備精密放電/線切等相關精密零組件加工
技術及製程研製能量。  



材料熱處理設備 
(氣氛、鋁合金、真空爐) 

氣氛熱處理加工能量： 

最高工作溫度1093℃  

均溫性±5℃ 

工作空間Max ψ2 m    7.6 m長 

最大荷重達2500kg. 

適用於碳鋼、不銹鋼、鋁合金、鎳合金、鈦
合金、麻時效鋼防彈鋼板等金屬熱處理。 

 

真空熱處理加工能量： 

最高溫度1350℃  

均溫性±5℃ 

真空度：10-5torr 

工作空間Max，φ1.2m x 2.4m長 

氣淬冷卻(N2或Ar)，6 bars max. 

最大荷重1200 kg，主要針對金屬材料進行固
熔、均質化、析出硬化、應力消除、工模具
鋼等淬火及回火之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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鋁合金熱處理加工能量： 

最高工作溫度600℃ 

均溫性±3℃ 

工作空間 Max 2.45長1.3寬 1.3高(m) 

最大荷重1000 kg。 

 



精密銲接技術(1/2) 
(EBW/PAW/TIG/電阻銲/真空硬銲) 

大型EBW銲接機： 

最大功率42kW 

加速電壓60kV 

射束電流700mA 

真空度：10-6torr 

可加工範圍：長4.0m，寬2.0m，直徑1.5m

，電子束可銲接鋼材的最大厚度為40mm

，適用於各種金屬材料及異種金屬之銲接
。 

TIG自動銲接機： 

電源220V 3相。 

出力範圍:3-700A AC/VP  500A 100%Duty 

Cycl。 

可加工範圍：長3.5m，直徑3m，具DC-

TIG、VP-TIG、PAW銲接模式，銲接厚度
50～100mm，適用於各種金屬材料銲接及
異種金屬銲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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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●精密薄殼管件、熱敏感性組件、
高熱傳導零件、超合金組件、
高壓容器等銲接製程技術開發
與相關零組件研製。 



精密銲接技術(2/2) 
(EBW/PAW/TIG/電阻銲/真空硬銲) 

電阻銲： 

 輪縫銲，本設備與業界設備最大差異
在於特別適用於鋁合金金屬銲接。 

 

電漿銲接機： 

最大額定輸出功率:15kW(DC)。 

銲接範圍:長度: 4000mm×高度: 

2500mm。 

銲接模式: DCEN。 

電流範圍: DC 25-500A。 

 Duty Cycle: 500A ,30V 100%(10可加工
範圍長4m,直徑2.5m，適用於不銹鋼
、鈦合金等厚度8mm以下之高強度金
屬之高能量銲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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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●精密薄殼管件、熱敏感性組件、高熱傳
導零件、超合金組件、高壓容器等銲接
製程技術開發與相關零組件研製。 



旋形加工機 
(流旋機、剪旋機) 

 流旋形加工： 

 可加工範圍：長度2200 mm

，直径500 mm之圓柱形管
件。 

 

 剪旋機： 

 一種非切削性的無屑非傳統
加工技術。 

 旋壓直徑：1000 mm。 

 靠模行程：500 mm。 

 厚度限制：鋁合金6 mm、
不鏽鋼2.5 mm碳鋼3.5 mm、
紫銅6 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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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●製作圓柱形管件、曲線外殼管件等旋形
加工相關技術及製程開發能量。  



非傳統加工成形機 
SPF(超塑性成形加工)  

 具超塑性成形(SPF)技術能量，
可進行熱作成形及擴散接合。 

 主軸壓力：750噸 

 最大模具尺寸：
1600×1220×750(mm) 

 最大成型工件尺寸：
1440×1060×650 (mm) 

 最高溫度：1010℃。 

 均溫性：±14℃  

 升溫速率﹕140℃/hr 

 成形氣體壓力﹕40 bar, max.  

(Ar or N2) 

 具移動式平台(Shutter Table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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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鈦合金、鋁合金、超合金、不銹鋼、金屬基複合 

材料及陶瓷材料，尤其適用於常溫下回彈性大，不 

易成型之材料等重要關鍵之零組件超塑性成形加工 



高精密線切割機 

 配備自動穿線之雙線系統，線
徑ψ0.02 ~0.20mm 

 可加工硬、脆難加工金屬材料
。 

 加工表面光度佳，精密度高，
具精微線割能量。 

 行程X/Y/Z：220 × 160 × 100 

mm，U/V＝ 40 mm，傾角：
3°。 

 尺寸精度≦ ± 0.002 mm，表面
粗度 ≦ 0.2 μm。 

 

31 

應用範圍： 

●精密模具、樣板製作、積體電路導 

  線架、紡絲板、微波元件製作。 



超音波鑽孔加工 

 主軸高轉速及超音波振盪，可
加工硬脆材料。 

 具荷重單元加工壓力顯示。 

 鑽石鑽頭尺寸：ψ1 ～38 mm 

 孔深寬比可達40 

 行程X/Y/Z：340 × 210 × 450 

mm，主軸轉速：0-5000 RPM 

 超音波振幅：0.018-0.03 mm 

 頻率：20 KHZ。  

 尺寸精度：≦ 0.03 mm，幾何
公差(形狀、位置) ≦0.02 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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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半導體結晶材、石英、藍寶石、紅寶 

  石、氧化鋯、陶瓷及玻璃等硬脆材料 

  鑽孔加工。 



鋁合金濕硬銲技術及設備 

 可加工最大(整體性)工件尺
寸為 ：
160(L)×120(W)×85(H)CM 

 薄件厚度：0.15 mm以上。 

 技術能力：銲製精度可達
0.03-0.05 mm、接合部可達
完全氣密、強度性能可超過
母材強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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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 ●太空衛星、微波無線通訊、航太
產業、無人飛機、工業電腦、冷
凍空調、核能醫療、智慧型機器
人、光電與半導體、熱能管理、
電動氣車、環保綠能等產業。 



印刷電路板製作技術及設備 
 產品種類：單面板、雙面板、

多層板、軟板（單、雙、多層
）、軟硬合板（Rigid-flex）。 

 特殊製程：埋孔/盲孔  

    （Buried/Blind vias）、散熱片
壓合、電漿改質及微蝕。 

 外型尺寸：26“×22”，最小
0.4“×0.3”。 

 線寬間距：最小0.004“ 

    （小於0.004“ 須先討論）。 

 最大層數：18層（厚度4.5mm) 

 最小孔徑：0.2mm。 

 成型方式：CNC成型、V-cut 

 符合規範：MIL-PRF-31032、
IPC-6011、IPC-6012、 

     IPC-6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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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●應用於各種電器產品及電子控制系統之電路 

    板製作。 



水刀切割加工技術 

切割檯面：3m × 1.8m    

最大連續運轉壓力： 

  60000 psi 

直線定位精度： ±0.08mm 

重複精度：±0.05mm 

切割能量：145 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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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特殊形狀切割或挖空。 

●鏤空雕花。 

●特殊材質切割(如玻璃、複合材料、產生 

  切割粉塵的材料…等) 



金屬表面處理技術及設備  

 電鍍：金、銀、銅、錫、鉛
、鋅、鎳、鉻、鎘、錫、鉛
合金等電鍍及化學鎳等。 

 化成處理：鋁及鋁合金鉻酸
鹽處理、鋁合金硬質陽極處
理、鋁合金陽極處理及染色
、鋼鐵染黑、鋼鐵磷酸鹽處
理、不銹鋼鈍化處理等。 

 塗裝：絕熱塗料、二硫化鉬
固態潤滑劑等。 

 鑄件樹脂填充處理。 

 符合規範：MIL及ASTM相
關規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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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  ●應用於各種金屬產品之防蝕性、裝飾
性功能性需求。 



電漿鍍膜設備設計與製造能力 

鍍膜基板尺寸為12吋晶圓。 

基板承載台可加溫到600℃。 

微波功率2.5 KW，頻率2.45 

GHz。 

loadlock輸送基板進出艙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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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應用於液晶顯示器面板ARRAY 

    化學氣相沉積、半導體化學氣 

    相沉積、矽薄膜太陽能電池化 

    學氣相沉積等矽薄膜、氧化矽 

    薄膜製程，並可製作矽薄膜太 

    陽能電池元件。 



雷射鋼板、玻璃切割機台 

使用線性馬達做為驅動源的 

  PC-based CNC自動化精密雷射 

  切割機，以線性馬達直接驅 

  動，具有高推力常數、無背  

  隙、無磨耗、高位置精度及高 

  動態響應等優點。加上採用 

  Gantry組合，可以使線性馬達 

  在最小的佔地面積 下，達到最 

  大的工作範圍，加工範圍與雷 

  射power可依使用者需求設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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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用於生產PCB鋼板微形孔的精密 切 

    割。 

●玻璃切割。 



系統與品保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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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品質保證工程及分析。 

•測試工程與分析。 

•數位計算機系統設計研發。 

•伺服致動器系統設計研發。 

•光機電系統組合測試。 

•各產業品質檢測。 

•機械產品量測。 

 

專業開發中心技術 

ISO9001認證及國家品質獎 

系統組測 
ISO 14001認證 



軸承徑向餘隙測試儀 

 量測範圍(Capacity): 

    ψ3~ψ180 mm。 

 精度(Accuracy):  

     0.002 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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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精密級軸承徑向餘隙量測。 



數位式超音波探傷儀 

 頻率：0.2～35MHZ 。 

 增益：110dB 

     (0.1dB in step)。  

 量測範圍:5.6 ~ 5000 mm。 

 音速範圍:635 ~ 15240 m/s  

     (含2個記憶體) 

 記憶容量:可儲存360組波型
及校正資料或12000組數據
。2組獨立閘門，並可各自
設定不同狀態及獨立警報。 

 自動校正探頭或音速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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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1.6mm厚以上焊接件焊道內部缺陷 

    檢驗。 

●金屬材料鍛胚件內部探傷檢驗。 

●金屬材料與絕熱材料膠合品質檢驗。 



音洩 

(Acoustic Emission；AE)檢測系統  

 24 Channel完全數位化音
洩訊號擷取、處理、傳遞
與分析；彈性波頻寬
15kHz至2MHz。 

 精度：0.1μ秒，0.1dB。 

 8M彈性波擷取能力。 

 具備八個外界類比訊號之
輸入(8Parametric input)以
便與音洩量測訊號比對，
類比訊號可達5kHz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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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被動式非破壞檢驗方法；音洩量測系統是針對金屬或複合 

    材料構件受外力作用時，作結構整體完整性 

    (Structure Integrity) 

●分析；例如FRP壓力容器外殼於水壓驗證試驗時，監測與 

    偵測試件因各種損傷因素(如基層破裂、分層、脫層、纖 

    維斷裂、…)所產生之音洩彈性波，進行波形量測、裂縫 

    偵測、音洩量測參數及音洩源定位等分析，作為壓力容器 

    下一次使用安全與否重要評估依據。 



三次元座標量床檢驗 
 為配合不同工件大、小尺寸及

精度的量測，本單位可提供各
式量床的檢測服務工作，以因
應顧客的需求。 

 技術規格：（範例)美國 

BROWN&SHARPE公司製造機
型：GLOBAL ADVANTAGE12

．22．10 

 (1)量測範圍：
X/Y/Z=1200mm/2200mm/1000 

mm。 

 (2)解析度：光學尺解析度0.5 

um。 

 (3)空間精度：2.2+L/300 um 

 (4)量測溫度：20℃±2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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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可用於執行一搬機械硬品工件重要項目之檢測，舉 

凡引擎轉子、定子、渦輪葉片，工具機主軸、軸承、 

刀具、齒輪…等關鍵零組件之幾何公差尺寸（真實位 

置、同心度、外型曲線…等）、垂直度、交點尺寸等 

量測。 



各項測試儀(1/3) 

 三軸向電腦量測劃線儀： 

 量測範圍(Capacity): 

      X=4200mm，Y=1000mm，  

      Z=1200mm 

 精度(Accuracy):0.01mm，
(Resolution):U3=0.05+L/2500μm 

 

 真圓度量測儀：  

 量測範圍(Capacity): 

  ψ148mm(Max) 

 精度(Accuracy):±0.015μ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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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測試儀(2/3) 

 萬能測長儀： 

 量測範圍(Capacity): 

     0~500mm 

 精度(Accuracy):±0.0002mm 

 

 萬能測試儀： 

 量測範圍(Capacity): 

     L:0~50㎏ 

     H:0~250㎏ 

 精度(Resolution): 

     L:0.1㎏  

     H:1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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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測試儀(3/3) 

 滾珠螺桿機械效率測試分析
儀： 

 負荷值0～500g    

 精度(Accuracy)：±0.5%  

     of Full Scale 。 

 

 磁粒檢測系統： 

 磁化電流：交流、直流、半
波 

 直流最大輸出電流： 

     10000安培  

 線圈直徑：30 公分 

 最大頭射距離：360 公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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齒輪檢驗 
齒輪檢驗機： 

製造廠商：MAHR 

機型：896  

技術規格： 

(1)量測範圍：2~200 mm 

(2)解析度：2000X時為1 um 

(3)放大倍數：100X、200x、 500x、 

     1000x、2000x 

(4)量測溫度：20℃±2℃ 

(5)量測濕度：50﹪±5﹪ 

 

雙齒腹嚙合齒輪檢驗機：  

製造廠商：HOMMELWERKE 

機型：ZWG 8111 

技術規格： 

(1)量測範圍：20~500 mm 

(2)解析度：2000X時為1 um 

(3)放大倍數：100x、200x、500x、 

     1000x、2000x 

(4)量測溫度：20℃±2℃ 

(5)量測濕度：50﹪±5﹪ 47 



X光鍍層分析儀  
製造廠商：FISCHER 

機型：XDL-XymZ 

技術規格： 

(1)量測膜厚：0.5~100μm (依不同鍍層
有不同範圍) 

(2)量測溫度：10-25℃ 

(3)量測濕度：40~60%RH 

測試標準： 

符合國際標準ISO 3497、美國標準
ASTM B5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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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單層非合金鍍層： 

Al/Cu、Ag/Ni(Cu.KVR)、Au/Ni、 TiN/WC(Fe)、Zn/Fe…。依不同合金有不同量測膜厚。 

●單層雙合金鍍層： 

NiZn/Fe、PdNi/Cu、 SnPb/Cu、SnPb/Ni…。依合金成份（百分比）有不同量測膜厚。 

●雙層非合金鍍層： 

Ag/Cu/Fe、Ag/Ni/Cu、Au/Ag/Cu…。依不同合金有不同量測膜厚。 



微電網儲電系統研製技術 

可匯集太陽能、 風力能、 
燃料電池等各式再生能源並
儲存於儲能模組，再經電力
轉換模組供電。 

具有獨立供電、併市電網供
電功能。 

具有智慧型電力調控策略，
利用時間電價差，控制最經
濟用電成本。 

可依據需求，規劃最佳之客
製化微電網儲電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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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： 

●農業、救災、展覽會、戶外活動。 

●電信設備、戶外影音、演唱會、園遊會。 



四、技術合作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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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產業開發產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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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致動系統核心技術能量 

◦ 機電系統整合控制技術 

◦ 類比及數位伺服控制電路 

 執行S700K型電動轉轍器之
設計、組裝、測試和維修技
術研究。 

 

 主體系統核心技術能量 

◦ 大型機械組件加工 

◦ 類精密鈑金及非傳統加工 

◦ (超塑性成型及雷射加工) 

 執行大型框架零件製程、組
裝、夾具設計等。 

 



       四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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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品質精進，達成服務滿意 

本所研發之國防科技所累積科技能力與經驗，
配合政府產業升級政策，將國防科技研發成
果轉至軍民通用科技。並提供民間產業所需
之關鍵設備及技術，並配合業界需求，提供
相關之設計、分析及加工等技術服務。創造
品質精進，達成顧客滿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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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品質精進 

►軍民通用 

 創造顧客滿意 

 產品享譽國際  

願景 



技術服務聯絡窗口 

業務連絡窗口  
 
      中山科學研究院 第二研究所 
      專案系統工程組 洪賢修先生  
      地址：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481號 
      技服網址：www.csistdup.org.tw  
      電話：(03)4712201分機352014  
      E-mail：uruzu770410@gma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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